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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第二批集中供地确定

共 46 宗，
新设两大竞买规则，
11 月 3 日、4 日两天拍完
宁波市资规局昨天发布公告，
明确今年宁波市区第二批集中供地
相关事项。
第二批集中供地，总计推出 46
宗市区宅地，分为商品住宅用地（含
商住混合用地 31 宗）、租赁住房用地
（包括含有部分可售商品住宅的地块
6 宗）、安置房用地（包括含有部分可
售商品住宅的地块 9 宗）等三大类。
46 宗宅地总用地面积约 187.3
万平方米，计容建筑面积约 447 万
平方米；起拍总价约 381.4 亿元，封
顶总价约 437.5 亿元。每一宗的溢
价率，均不超过 15%。
从其中商品住宅用地（包括含
有部分可售商品住宅的安置房用
地、租赁住房用地）
“限房价”水平
看，与周边已售、在售新盘备案均价
差距不大。
值得关注的是，这批次宅地集
中出让，竞买规则有两大新变化。
一是首次规定“摇号”竞地。各
地块拍至封顶价，不再接受更高报
价，也不再竞配建人才房或自持租
赁住房，而是在此价格基础上通过
线下摇号的方式确定竞得人。
具体而言，当竞买报价达到最
高限价时，网上竞价结束，进入摇号
资格确认阶段。系统提示竞买人是
否参与摇号（最高报价者也必须确
认），
摇号资格确认时间为 10 分钟。
在规定时间内提交确认的竞买
人将获得摇号资格。在规定时间内
未提交确认的，视同放弃参与摇号
资格。
摇号资格确认人数为 0 人时，

公
根据国家新闻出版署《关于 2019 年
全国统一换发新闻记者证的通知 》
（国
新出发〔2019〕39 号）、
《新闻记者证管理
办法》要求，我报社（杂志社、广播电视
台）对申领记者证人员资格进行严格审
核，现将名单公示接受社会监督。公示
期 2021 年 10 月 14 日—10 月 23 日。举
报电话：87682520,浙江省新闻出版局电

最高报价者为竞得入选人；摇号资
格确认人数为 1 人时，摇号资格确
认人为竞得入选人；摇号资格确认
人数为 2 人及以上时，转入线下摇
号程序确定竞得入选人。
参与线下摇号的竞买人默认接
受该地块的最高限价，一经确认不
允许自行放弃摇号资格。
值得关注的是，此次规定同一
企业及其控股的各个公司，不得参
加 同 一 宗 地 块 的 竞 买（含 联 合 竞
买）。
二是首次“定品质”出让。为保
障住宅品质，增加住房有效供给，对
七塔寺北侧地块实行
“定品质”
出让。
同时，这批次宅地中，继续明确
部分地块需现房销售，具体为海曙
天一家园隔壁地块、鄞州王家弄百
丈花园南侧地块、鄞州中兴大桥西
南庆丰地块等 3 宗宅地。
竞买规则还明确，竞得方如要
享受装配式建筑面积不计入容积率
的政策，必须达到绿色建筑三星级
标准。
46 宗宅地，将在 11 月 3 日（拍
28 宗）、4 日（拍 18 宗）两天内全部完
成出让。
记者 曾梅

扫描查看 46 宗宅地信息

示
话：
（0571）87059317。
拟领取新闻记者证名单：
蔡珂、曾梅、吴灵俊、周子豪、史旻、
戴巧泽、马佳威、徐露清、任诗妤、施文、
虞可求、陈欢、刘蓉、朱佳凯、汪昊石、曾
嘉、吴正彬、陈金辉、张晓曦、蒋晗炘
宁波晚报社
2021 年 10 月 1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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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溪这个建筑工地 干活前先上课
记者近日从相关部门获悉，正
在建设中的碧桂园浙东区域泊誉里
（新城河 3＃地块）项目以优异的评分
通过
“宁波市建设工程安全文明施工
标准化工地”
验收。这是继泊蔚里项
目获得标准化工地之后，
碧桂园在慈
溪的又一项匠心品质铸就的荣誉。
而这一切，
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项目
工地上特殊的安全教育课。
据了解，泊誉里项目位于慈溪
市白沙街道规划文化路，总建筑面
积近 8 万平方米。此次评选从安全
管理、
文明施工等多个维度进行了严
格细致的检查验收。项目最终凭借
完备细致的制度措施、
严格的考核管
理和执行动作、
优异的管控效果和数
据，
得到考评专家的一致认可。

安全警钟长鸣

面图布置文明施工现场，
除施工道路
硬化外，其余均覆盖种植园林绿化，
并实现办公区与施工现场分开。
工地上还建立了医务室、职工
活动室、阅览室、茶水室等，以改善
职工生活环境、丰富职工业余文化；
不定期开展文体活动，形成和谐融
洽的项目文化，
增强项目的凝聚力。
在每个施工电梯防护区内设置
生活垃圾桶，并设置绿化盆景。施
工现场建筑垃圾、裸土均采用安全
网进行覆盖。
施工场地内道路，每天有专用
车辆进行洒水防尘处理。在外架脚
手架上设置喷淋，保持外架高空无
扬尘。工地进出口配置自动冲洗设
备，冲洗车辆。全场设置扬尘监测
系统、围挡喷淋系统。

打造标杆工地

为保障工人的人身安全，项目
对全体工人进行三级安全教育考核，
项目总带领甲方工程和安全团
教育到每一个人。所有工人须进行
队、监理及总分包负责人实行每周
安全生产学习，
并通过书面考试合格
巡查制度，并通过专题会议和档案
后方可上岗。对新进场的工人进行
管理进行执行落地和闭环。
连续15天的强制性安全教育。
所谓细节之处见真章，
泊誉里项
项目还根据季节性、节假日特
目正是通过这样细致的标准、
严格的
点等，有针对性地对工人进行专项
管控执行来努力打造标杆工地。
教育。以标语、图片、会议等常态化
“以人为本、安全第一”是建筑
形式，向广大职工宣传安全生产、文
施工追求的目标。一直以来，碧桂
明施工、消防、节能减排、扬尘控制
园浙东区域始终坚守公司创始人
等知识，营造安全气氛，让安全警钟
杨国强关于安全生产的严格要求：
长鸣，
增强职工自我保护意识。
“速度和效益让位于安全和质量，
要保证安全和质量的前提下才能
绿色文明施工
往前走。”
项目现场，
全部统一按施工总平
记者 曾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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